
BB11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Monday, November 30, 2020

黃永瑞黃永瑞 Sean WongSean Wong
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
70357035 HighwayHighway 66 North Houston,TXNorth Houston,TX 7709577095
Bus:Bus: 281281--550550--05550555 Cell:Cell: 832832--259259--01220122
Fax:Fax: 281281--550550--01000100
Email: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Email: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保保 險險 人人 物物



BB22星期一       2020年11月30日       Monday, November 30, 2020
人在中國

尊严与联结

9月28日是何志森的生日。

像去年一样，临近下班时，摊主

们在市场里聚在一起给他庆祝。

本来生日聚会是开心的，每个人

却因为菜市场拆迁而各怀心事。

“以后，大家聚齐就不容易了。

”王月香说。

将菜市场来做升级改造是这

些年的趋势，其中不少是有建筑

师介入的作品。何志森之前曾经

带着学生做过湖南一处露天菜市

场的改造方案，事后检讨，完全

是“一厢情愿的自嗨”，既没有

和市场所处的街道进行沟通，也

没有真正询问过那些商贩的需要

，最后只是存在于图纸之上漂亮

的设计。由于在扉美术馆担任馆

长的缘故，何志森注意到了隔壁

这间农林菜市场，便决定重新来

做一次改造实验。这次，他要求

学生先和摊贩们密切接触了解需

求，也就是从“不造物”再到

“造物”来实践。

2018年 3月，当何志森带着

十几位研究生走进菜市场时，并

没有得到摊主们的欢迎。出现的

一个转机是，广州遭遇了一场十

年不遇的暴雨。大部分学生都以

为当天课程取消，不用去菜市场

进行调研了，只有一位叫马增峰

的同学回到了菜市场，和摊贩们

一起抢救物资。这件事让摊主们

相信，学生们是真心实意地想帮

助他们做点什么。大雨过后，交

流重新开启。学生们也逐渐学会

在那些摊主们不怎么忙碌的时间

段再去和他们聊天。

首先学生们了解的是摊主们

的个人故事。还是那位马增峰突

然想到，手会不会是讲述故事的

一个好载体？于是就有了一张张

摊贩双手的照片，以及每双手背

后的经历。这些双手的照片本来

放在旁边美术馆的空间里展览，

但随着一位摊贩过来把照片要走

之后，所有44名摊贩全部拿走了

他们双手的照片。他们不约而同

地把照片挂在摊位营业执照的边

上。“一个是冷冰冰的生计权证

据，有的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一

连串的数字；另外一个是他们自

己对于摊贩这个身份的表述和认

同，每一双手都代表了一个有血

有肉的个体，一个有尊严的人。

”何志森说。

对菜市场环境的改造也源自

满足职业尊严的需求。学生们了

解到祁红艳的困扰：豆腐不比其

他的蔬菜，出摊和收摊都要从水

里捞进捞出，放在不同位置的盆

子里，为此要早一个小时上班，

晚一个小时下班。中午来不及回

家，就勉强在摊位上趴一下。考

虑到档口位置狭小，学生们给她

做了一个推拉的柜子，里面有几

层抽屉。这样储存的空间大了，

也能加快收拾的速度。节省出来

的时间，祁红艳就能多在家里休

息一会儿。

在和商贩的交往中，何志森

和学生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每

个摊贩通过摆摊卖菜在这个城市

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方式，但是并

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

他们每个人就像是一座孤岛，不

但彼此之间没有往来，和周围的

社区也没有关系。“他们在市场

那么多年，都不知道其他摊贩叫

什么，或者直接称呼对方的摊位

号，或者管卖鸡的就叫‘鸡婆’

，卖鱼的就叫‘鱼生’。”

美术馆就在隔壁。2017年，

艺术家宋冬将美术馆和菜市场之

间隔离的墙壁改造成一件艺术作

品“无界的墙”。它集合旧门窗

和镜子形成了一面中间具有空间

的墙体，里面悬挂了800多盏废品

回收站淘回来的老式灯具，还塞

满了周边社区居民捐赠的老物件

。墙本有分隔的意思在，宋冬则

希望它能成为聚拢人群的磁铁和

桥梁。讽刺的是，一墙之隔的摊

贩之前从来也没去过那里，还是

在领取双手的照片时才第一次在

美术馆那边的院子里看到了那面

墙。“我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到市

场，晚上7点多才收摊，哪里知道

隔壁发生了什么，那面墙也是黑

糊糊的一片。原来里面的灯，晚

上7点之后就关掉了。那次过去，

赶上了里头灯火辉煌的时刻，可

真美啊！”祁红艳回忆说。

何志森和学生们组织了一系

列活动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他们想到了用“一碗粥”来凝

结市场里的摊贩。学生们从不同

摊位要到不同食材，来煲成一大

锅粥，再盛出每碗粥分给各个摊

主。与此配合的是学生会给他们

一张图，具体的食材指向了不同

摊主的名字，一下子大家和市场

里的人就都认识了。他们每年还

在美术馆一边组织“百家宴”，

摊贩和居民坐在一起庆祝。居民

和摊贩们还一起参加诸如“民众

花园”这样美术馆发起的社区艺

术活动——他们从家拿来不用的

废旧容器，在里面种植上花花草

草，在社区的一隅营造了一个充

满创意的花园。摊贩不再局限于

只在菜市场的空间里做买卖，他

们也真正成为了社区中的一员。

联系改善后，市场里的摊贩平

日艰辛的生活也多了些安慰。良好

的人际关系和参与社区事务的态度

也为菜市场的进一步改造带来了便

利。卖蔬菜的摊主郭文正一直觉得

菜市场里的环境闷热，被汗水浸湿

的衣服晾在架子上怎么也干不了。

经过观察，学生们觉得郭文正背后

的墙壁上可以开一扇连通外界的小

窗。“别看就是一扇小窗，它要同

时穿过菜市场的混凝土墙和‘无界

的墙’这件艺术作品。为了可以让不

同利益方达成共识，我作为美术馆代

表邀请了大厦的物业方、菜市场管理

方、街坊代表、街道办代表、菜市场

摊贩代表，和学生一起聊‘开窗’的

可能性。最终，开窗得到了所有各方

的支持。”何志森说。

这个窗口很快就成了一个

“网红打卡点”。来参观艺术作

品的人们会从窗口向里面偷窥市

场和摊贩。郭文正有了一个主意

：为什么不去挣那些“网红小姐

姐”的钱呢？附近没有卖水的，

来卖矿泉水生意肯定好。并且矿

泉水上可以贴上“被偷窥美术馆

”这样的标签，等于客人买到的

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了。何志森和

学生们协助郭文正在窗口安装了

带有滚轮的滑板，方便两边的人

交易。结果开张第一天就卖了200

多瓶水，比郭文正卖两天蔬菜挣

的都还要多。“被偷窥美术馆”

就成为美术馆和菜市场摊贩合作

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不确定的未来

通告拆迁之后，街道办事处

联合农林菜市场所属的盛阳管理

公司一起，也在寻找能够安置摊

贩们的地方。他们带着摊贩们一

起去看过三家最为可能进驻的市

场，都属于盛阳公司旗下。但这

些市场因为位置不好、距离遥远

等因素，都不能让摊主满意。最

好的办法当然是菜市场能够不拆

，在污水治理工程结束后，他们

依然能回到原地，或者在附近能

够找到空间，进行整体迁移。

何志森和宋冬也在积极向街

道提交不同层次的方案。“能不

能全部保留？不能的话是否可以

保存一部分摊位？如果摊位不能

一直营业，可否留存位置形成周

末市集？让摊主们定期回来聚会

，同时也是一种经营的可能？”

何志森对本刊说。

一家菜市场消失后会有怎样

的景象？另一位建筑师朱起鹏做

过一个《“杀死”一个菜市场之

后》的演讲，谈的是他对北京钟

楼菜市场被关掉之后的观察。菜

市场虽然被从物理空间上消除了

，但是人们买菜的需求还在，摊

贩也需要继续维持生计。他发现

旁边的小卖部都有了卖蔬菜水果

的功能，几家没有招牌的门脸里

偷偷摸摸卖起了切面和猪肉，还

有的摊主只在街边留下一个联络

电话，以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方式游荡在四周。本来菜市场是

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一个很好

的社交空间。市场没了后，老年

人也找不到类似的交往场所，只

能看见形单影只散步的老人。

朱起鹏告诉本刊，“城市进化

论”总是认为菜市场应该演变成超

市，或是进化改造成那种集餐厅、

咖啡馆甚至书店和展览空间为一体

的市集，但实际上最普通的菜市场

就是城市丰富生态中的一部分，能

够满足一类人群的需要，也能庇护

游商小贩的生存。不同的市场对应

的是不同的购物群体。“菜市场在

未来也许会消失。因为年轻一代会

逐渐选择其他的生鲜购买渠道，而

那些摊主的子女们未来也未必会接

班。可这种更迭应该是自然渐进式

的，不应该有外力强硬让它停止生

长。”

也是在开始拆除倒计时后的

一天，何志森看到“被偷窥美

术馆”窗口的滑板上，多了一

箱苹果。摊主郭文正要走了，

那是他留给他们的礼物。郭文

正记得很清楚：1997年8月18日

，他坐了4天火车从陕西宝鸡来

到广州。那年他 17 岁，听说广

州“遍地是黄金”。这么多年，

他干过工厂，开过出租，维修过

水电，菜市场这份工作算是干得

最长的工作。“人到中年，不想

再折腾了。”当别的摊贩还在打

听周围市场的机会，郭文正决定

彻底告别广州，回宝鸡生活。这

座他努力打拼过的城市，依然没

能让他留住。

一个城市菜市场的命运
下

我叫Coco，十年前开始接触钢管舞，后

来开了自己的钢管舞工作室，2017年参加世

界钢管舞运动竞标赛，我获得第一名。

1

2008年，我选择放弃学业，到上海打

拼，做了两年酒吧服务员，也做过化妆师

。第一次接触钢管舞是在酒吧上班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这种表演就是为了让客人们

开心，为了赚钱，必须很挑逗、很性感。

后来我才发现，钢管舞可以有不一样的表

达和意义。

我工作的酒吧主要是女生跳钢管舞，

但隔壁有酒吧是男生跳钢管舞。我的工资

不高，也不想向家里要钱，听人说跳钢管

舞报酬很高，我想那就去尝试一下。

在一家机构学习了一阵之后我发现，

夜店、酒吧对跳钢管舞的女生需求多一些

，男生并没有太大的市场。经过一番努力

，我还是找到了表演机会。当时一场表演

也就三四分钟。一晚要跳两场或三场，比

如11点半、12点半、1点半各一场。开始

时一场也就100块钱收入，2010年时这个

价格还算不错。后来我技术慢慢进步，接

到更多的活。价格也涨到了两三百、五六

百一场。

说实话，开始接触钢管舞时，我不是

很喜欢它，我纯粹是为了赚钱去学习。入

行时我纯粹就是模仿，身体下意识的做一

些挑逗性的动作，让客人们开心，把现场

的气氛烘托起来。我的穿着也尽可能性感

一点，还要和别人不同，这样才能更多的

吸引台下的消费者。

但慢慢的，我也开始享受站在台上的感

觉。这种状态从开始学习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学习阶段，老师叫我去其他地方演出或参

加比赛，我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我认为所有

的学习成果可以在一刹那间绽放。我喜欢站

在舞台上，享受聚光灯打到身上的光彩，我

想表演给所有欣赏自己的人看。

而且我发现，钢管舞还可以有另一种

跳法。尤其是参与比赛后，我看到不一样

的人，不一样的表演。看了国外的一些视

频，我也会不自觉的模仿，丢掉之前的性

感套路。

艺术性和娱乐性是钢管舞的两个部分

。白天教课，或者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认

为钢管舞更多具有艺术性。如果我现在去

酒吧表演，可能还是会做性感的动作，去

娱乐台下的消费者。我觉得，在什么样的

场合，就应该做什么样的表演。

对于钢管舞，我妈妈以前也不清楚是

什么工作。她只在电视和视频上看过，或

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一些信息。直到2015

年，她才在现场看到我跳一场完整的钢管

舞，那次我是在一个游艇上表演。

我觉得，妈妈心里是为我骄傲的，但

是从没说出来。我很幸运，一般父母都会

反对孩子做“叛逆”的事情，特别是男生

把钢管舞当成一个职业。

我老家是贵州遵义，在一个单亲家庭

长大。小时候跟着外公外婆，后来又到舅

舅家、爸爸家和妈妈家，各住了一段时间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我比较独立。

我是1993年出生的，有一个比我大

三岁的哥哥。2010年他因意外事故去世了

，这让我很伤心。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他常年在外，但会突然出现。可能某一天

他就站在校园门口等我，出校门后带我去

吃好吃的，给我零花钱，就跟电影里的古

惑仔一样。也可能我放学回家，突然发现

他在家里看电视。他的离去让我很心痛。

跳钢管舞，对我来说，就像去健身房

锻炼，让我上瘾，一天不练习都会觉得难

受。虽然现在家里不时会催我谈恋爱结婚

，但是近几年我不太想谈感情，练好钢管

舞是目前我最认真投入的事情。

现在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家和工作

室。回到家中，我会陪狗狗（豆豆）。豆

豆跟了我五年多，它就像我的小孩。如果

它哪天走了，估计我会哭死。我的工作室

是2018年6月8号开业的。之所以开工作

室，首先是想找一个自己可以训练的地方

，其次是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和我长

期学习。

工作室不仅让我有成就，帮助了学生

，也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因为工作室四周

都是玻璃，经过的行人会看到训练的过程

，这样的潜移默化会让他们感觉，钢管舞

是艺术，而不是性感。我想把工作室运营

得更好，知名度更高一些。以后每当有人

提到钢管舞的时候，就会想到有一个叫

Coco的钢管舞老师。

不像体操、国标、拉丁等，钢管舞是

目前没有被国家体育局认可的一个项目。

在国内发起的钢管舞锦标赛，完全由个人

出资，包括我所在的中国钢管舞国家队，

也是自发的民间组织。在许多其他国家，

钢管舞运动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

钢管舞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2008年

时,是以酒吧为主的娱乐表演，2010年开

始有一些竞技性比赛。和国际有接触交流

之后，参与人群也越来越多。目前我们能

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一些成绩，真的非常不

容易。

袁老师是我的贵人和伯乐。中国钢管

舞国家队在天津，由袁老师成立，也是他

牵头组织了中国钢管舞锦标赛。这个比赛

每年举办，2014年我第一次参赛，拿到了

第三名。每年前三甲里较好的选手可被选

入国家队，2014年我和国家队签约，直到

2018年。

袁老师挺不容易的。他从2010年开

始推广中国钢管舞的发展，每年的锦标赛

都是自己出资，成本非常高。由于经济压

力以及精力消耗过大，他只能把比赛暂停

。中国钢管舞锦标赛在2018年后就停办

了，也许2020年还会继续。

2016年，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去意大利佛

罗伦萨参加世界钢管舞运动竞标赛。那次经

历我印象深刻，12月9日抵达决赛现场，场

馆外有一条选手必经的走廊，悬挂着各参赛

国的国旗，但唯独不见中国国旗。

袁老师与IPSFA（国际钢管舞运动协会

）主席戴维德进行沟通，要求悬挂中国国旗

。戴维德解释说，未挂中国国旗是因为“吊

杆坏了”，并承诺会在半决赛时解决。

我和另外一个少儿组的中国选手，都

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决赛。决赛分两天，第

一天我们没看到国旗。袁老师再次与组委

会进行沟通，戴维德回应说，并不是所有

参赛国的国旗都被悬挂。但袁老师认为，

25个参赛国里只有中国国旗没有悬挂。回

到酒店，袁老师和我们几个队员开会，共

同决定不参加第二天的比赛了。

我们回国后，主办方发来了道歉信。

第二年，在瑞士举办的世界钢管舞运

动竞标赛又邀请了中国队。因为第一年的

误会，第二年挂上了中国国旗，而且运动

员规则特别强调，每个选手的服装上一定

要绣上自己国家国旗的标志。

2017年的比赛我顺利进入决赛，夺

得第一名。在领奖台上我举起了自己带

的国旗，内心的骄傲不言而喻。

我有一个梦想：让钢管舞变成一种

生活方式，就和去健身房一样。钢管舞

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娱乐性，完全可

以成为一种有趣的运动方式。现在很多

人还有抵触情绪，觉得它太性感了，而

去健身房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障碍。时

间会让社会慢慢接受它，可能三五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我和所有钢管舞的同

行会坚持不懈的为此努力。

我与钢管舞
从酒吧到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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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是一个国家对未来的

投资。

美国之所以成为头号世界强国，与美国独特

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

中国之所以能短时间快速崛起，与中国独特

的教育理念紧密相连。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和美国在教育方面到

底有哪些差异呢？也许，了解了美国的教育理念

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困扰

我国多年的人才外流的问题，中国缺少超级天才

的问题，答案可能就在教育之中。

今天我们从学校，父母，社会三个方面分析

中美教育的差异性。

教育启示录：论中美教育差异

学校教育差异：能力与兴趣哪个更重要？

能力与兴趣孰轻孰重是教育工作者争论最多

的一个话题。

中国和美国的学校在是否应该侧重培养学生

能力和还是侧重培养学生兴趣上，观点完全背道

而驰。

是让“长方形学生”，“椭圆形学生”，

“三角形学生”都变成“圆形学生”好，还是任

其发展，把“长方形学生”变成“更大的长方形

学生”，把“椭圆形学生”变成“更大的椭圆形

学生”，把“圆形学生”变成“更大的圆形学生

”。

中国人一直都坚信能力比兴趣很重要，能力

最容易转化成为实在的金钱，而兴趣却存在很多

不确定因素。学习好是所有中国人公认的学生应

该具备的最好的能力，没有之一。超强的学习能

力意味着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毕业后可以进

去好的企业，拿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

美国人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的

兴趣比培养学生的能力更加重要。作为老牌的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福利非

常高，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拥有更多

的机会培养自己的兴趣，养家糊口变得没有那么

重要，中国学生一毕业就迫切的需要学习能力来

表现，兴趣只能放在财富相对自由之后来培养。

所以大部分美国人的兴趣发展都在学生时代早期

，正式因为在孩提时期兴趣就得到了培养，兴趣

的放大就越容易，单一领域的天才也就更容易出

现。

先培养能力还是先培养兴趣没有高低之分，

社会发展成熟度的高低与不同国家国情的不同共

同决定了能力优先还是兴趣优先。

父母教育的差异：听话与个性哪个更重要？

在大部分中国家长的思维中，往往听话的孩

子有糖吃。听话的孩子非常的让父母省心。“听

话，好好读书”，“听话，不要出去疯玩”。

听话的效果显而易见，短时间就可以看出优

势，听话的孩子不会惹事，听话的孩子学习成绩

更好。

个性就不一样了，个性有好有坏，充满了不

确定性，个性的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支撑，

人生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重来，如果选错一

次，人生将万劫不复。中国父母对于得失的分析

一直都很简单，如果一定要二选一，毫无疑问会

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个。

美国父母更加看重孩子个人意愿。不管是成

年还是未成年，除了一个要履行抚养义务，另一

个不需要履行外，对于美国的父母而言没有任何

区别，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就可以了。

那就有自我选择的权利，至于选择是好是坏不太

关心，孩子到了18岁，父母该享受的享受，还旅

游的旅游。

中国父母认为生了就负责到底，为了防止孩

子走错路，培养孩子听话，因为“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这句话是通过无数经验教训验证

得来的。美国父母认为孩子陪伴的只是自己的前

半生，关键还是得靠自己，简单的引导孩子不做

危害社会的事情就可以了。

社会教育的差异：人情与能力哪个更重要？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的本质就是人情世故

。三分做事七分做人在中国职场中简直就是金玉

良言。做事先做人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性

格太直爽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外国人来中国就

会水土不服，太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简直

能让他们疯狂。

美国社会更加侧重于个人的办事能力，严谨

一丝不苟，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把事情

做好就行了。

讲人情世故有讲人情世故的好处，人永远都

是主体，主体没问题了，才能顺利进行到下一步

。单纯的把事情处理好在工作效率上远远把人情

世故甩在身后，但是一碰到涉及非常复杂的事情

就会拙荆见囧，无从下手，比如谈判。

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大量的社会精英，因

为中国目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的发展需要

大批大批的人才，这也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基本

国情。

美国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单独领域的超级天

才，美国早已迈入成熟的发达国家之列，社会

精英已经不缺了，社会体系要更进一步就需要

史无前例的创新，需要新的东西，新的技术，

新的理念。

教育启示录：论中美教育差异

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孩子似乎比中国孩子

轻松很多，没有所谓的回家作业，没有那么多的

课外补习，但是创新与思维能力，却是中国孩子

难以企及的，因此，很多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美

国留学，去美国读书。不过，美国教育体制下的

孩子真的这么轻松吗？美国教育到底有哪些魅力

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名叫《聪明的妈妈教方法

》的育儿书籍，这本书是由育儿达人杨瑜君所著

， 介绍了她的儿子在美国小学学习、生活的点滴

，探讨了中美教育的不同，从她的书中，我确实

看到了很多中美文化、理念的差别，就像全书的

后记上所写的那样：“中国的教育理念比较注重

的Learn What（学什么），强调知识本身以及知识

量的多少与知识程度的深浅。西方教育更侧重于

回答Why和How（为什么学，怎么学），让孩子

理解知识的学习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并教给

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美国教育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呢

？

1.尽早教会孩子做计划。

《聪明的妈妈教方法》这本书中介绍说美国

小学生进入学校后，老师并不是急着教会孩子做

数学题，而是花大量的时间教孩子如何做计划，

学会时间管理。

这让我想到自己的孩子，他经常会问我：

“妈妈，接下来我干什么呢？”似乎他已经习惯

了爸爸妈妈给他安排事情，而不知道自己应该怎

么去规划他的想法、他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回

头想想，这也很正常，不要说孩子了，就拿我们

成人来讲，之前也从来没有学过应该怎么做计划

，做时间管理，有些人长大后会看一些书学一些

方法，但大多数人连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还谈

什么教孩子规划呢？

我个人觉得，做计划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重要

，也需要从小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毕竟随着

孩子慢慢长大，他面临的事情越来越多，父母不

可能事事都为孩子选择。

刚开始，可以让孩子做一份生活作息记录，

让孩子先了解自己每天需要做什么事情，在逐渐

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将计划

量化，把抽象的目标变成实实

在在可执行的计划。

2.阅读是学习的重中之重

。

杨瑜君的孩子上幼小衔接

班前的那个暑假，他的学校发

了一个手册，上面列举了每天

分别读书20分钟、5分钟和1

分钟的3位孩子一年之后考试

成绩的区别。其中读书20分钟

的孩子将会在考试中位于前

10％，每天读 5 分钟的在前

50％，而每天只读1分钟的，

就只能略胜于最落后的10％的

孩子。

从这个数据中，很显而易

见可以看出阅读的重要性。在

美国，大多数人到了成年后都

依旧保持着较好的阅读习惯，

无论是在公交、地铁，还是海

滩、公园等地方，你都可以看

到很多美国人拿着一本书在那

安静的阅读。一方面，这与他

们从小的阅读教育有关，另一

方面，与政府大量投入图书馆

，营造阅读氛围密不可分。

虽然现在很多父母也已经

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会为孩

子买很多的课外书丰富孩子的

知识面，但是随着孩子学业繁重后，阅读似乎在

学业面前，又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从小培养孩

子阅读的习惯固然重要，不过，保持孩子的阅读

习惯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孩子要阅读

，请让孩子规划好自己的时间，无论学业多重，

也留给自己一些阅读的时间。

3.相比学业，体育锻炼更为重要。

杨瑜君说：“如果说美国有什么值得我们借

鉴学习的教育理念，那对体育的重视绝对算最重

要的一个。在这方面，美国家长比我们看得更远

，多算几道题，多学一点知识算不上什么，孩子

的人生路还很长，强壮的体魄和拼搏的精神，才

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

在中国父母的眼里，孩子还小的时候，可以

让孩子在外面玩耍，多多运动，可是随着上了小

学、初中，学业越来越重，就会萌生“与其让孩

子在外面瞎玩，还不如多做几道题呢”的想法，

毕竟，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成绩是孩子

读书阶段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但是在美国，一到周末，父母就会把活动排

得很满，一家人陪孩子去游泳、去打篮球等等，

而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带着孩子穿梭在各个补习

班中。我想，这就是教育理念的差别，不过，美

国人的做法确实也值得我们学习，毕竟，孩子的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很多孩子成绩很好，身体却

很羸弱。此外，多运动的孩子，性格也会更加开

朗一些。

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差别较大，不过各有利

弊，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教育吹嘘的多好，不过

，却可以多参考美国家庭的做法，在培养孩子的

道路上，做得更加全面，更加到位。

美国教育的优势在哪里？
参考这三点，让孩子变得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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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1/18/2020

H C P H T X . O R G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美美
國的感恩節正式拉開了長達國的感恩節正式拉開了長達
壹個月的壹個月的 holiday season,holiday season,感感
恩節和聖誕節是美國人壹年恩節和聖誕節是美國人壹年
中最重要的節目中最重要的節目，，類似於中類似於中
國的春節國的春節，，大家都要從四面大家都要從四面
八方回家八方回家，，壹起吃火雞大餐壹起吃火雞大餐
，，互送聖誕禮物互送聖誕禮物。。但是但是，，今今
年是非常特別的壹年年是非常特別的壹年，，因為因為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大家幾乎整整壹大家幾乎整整壹
年都待在家中年都待在家中。。

目前目前，，新冠第二輪秋冬新冠第二輪秋冬
疫情已經卷土重來疫情已經卷土重來，，甚至比甚至比
第壹波春季疫情更為嚴重第壹波春季疫情更為嚴重。。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美南時
事通事通》》節目主持人蓋軍和記節目主持人蓋軍和記
者肖永群日前邀請者肖永群日前邀請 HarrisHarris
CountyCounty 公共衛生署公共衛生署 LeanneLeanne
LiuLiu博士博士，，看看專家的建議看看專家的建議。。

蓋軍蓋軍：：感恩節和聖誕節感恩節和聖誕節
季節已經來了季節已經來了，，但是新冠秋但是新冠秋
冬疫情卷土重來冬疫情卷土重來，，尤其是德尤其是德
州疫情是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州疫情是美國疫情最嚴重的
地方地方，，我們休斯頓更是重災我們休斯頓更是重災
區區。。但是也有壹些人不把疫但是也有壹些人不把疫
情當回事情當回事，，甚至有人懷疑這甚至有人懷疑這
個病毒是子虛烏有的個病毒是子虛烏有的。。

劉博士劉博士：：在這壹點上我在這壹點上我
們華人做得比較好們華人做得比較好，，防範意防範意
識比較強識比較強，，所以感染率比較所以感染率比較
低低。。這個病毒是真實存在的這個病毒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衛生署都有數據我們衛生署都有數據，，絕絕
對不可以掉以輕心對不可以掉以輕心，，如果萬如果萬
壹感染壹感染，，有些人的病情就會有些人的病情就會
變得非常嚴重變得非常嚴重，，甚至致命甚至致命。。

肖永群肖永群：：有壹些活動有壹些活動，，
像網上購物和小規模的家庭像網上購物和小規模的家庭
聚會還是相對安全的聚會還是相對安全的，，另外另外
，，像戶外的火雞放生活動也像戶外的火雞放生活動也
是安全的是安全的。。保持社交距離和保持社交距離和
戴口罩是最好的辦法戴口罩是最好的辦法。。

如 果 您 想 了 解如 果 您 想 了 解 HarrisHarris
CountyCounty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請觀看請觀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頻
道道，，也可以通過也可以通過iTalkBBiTalkBB平臺平臺
收看收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scdaily.
comcom，，也可以在也可以在youtubeyoutube上搜上搜
索索 StvStv1515..33 Houston,Houston, 訂閱美訂閱美
南新聞頻道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隨時收看美南
國際電視的節目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休斯頓疫情如何休斯頓疫情如何？？

感恩節聖誕節期間如何度過感恩節聖誕節期間如何度過？？
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官方專家如何說官方專家如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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